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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将制定农田土壤碳标准 Soil Carbon Code for UK farmers to be 

developed 

 [FG, 7 月 16 日] 英国环境署最近资助一

个由农民、学者、技术企业和非政府组

织组成的团队，研究制定和试行英国农

场土壤碳标准。 

这个项目将填补规模化农业碳投资所需
的关键知识空白。据研发团队估计，到 

2030 年，通过实施可再生措施将大气中

的碳封存在农业土壤中，可为农民和其

他土地所有者带来高达 5 亿英镑的年收

入。 

项目的四项主要任务包括： 

• 对再生农业技术的土壤碳效益的系统评价研究 

• 对现有土壤碳市场协议的评估，以了解它们在英国农场中的适用性 

• 创建和试点英国农场土壤碳标准框架，以确保项目有健全的协议来衡量、报告

和验证碳清除，确保农民从碳市场获得稳定和有保障的收入 

• 通过在格洛斯特郡超过 100 公顷的草地进行试点应用，展示土壤碳固存的商业

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测试非洲猪瘟疾病应急计划 African swine fever disease contingency 

plans tested through UK-wide exercise 

 [Defra, 7 月 19 日] 英国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模拟非洲猪瘟 (ASF) 爆发的演习，以

测试当 ASF 到达英国时政府遏制和消除

该疾病的应急计划。 

ASF 近年来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流

行，导致全球数百万头猪死亡，并对肉
类贸易造成严重破坏。ASF 还通过野猪

的移动传播到了东欧的部分地区。然而

英国从未爆发过 ASF，模拟演习是测试

英国对未来可能爆发 ASF 的预防和应对

方案。 

ASF 不会对人类健康构成风险，因为它只影响猪和相关动物。 ASF 在动物之间传播，

其病毒也可以通过将受感染的肉喂食给其他动物来传播。政府目前认为，病毒通过来

自受影响国家的动物产品（包括非法进口）进入英国的风险处于“中等”风险。 

在演习中，动植物卫生局、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苏格兰政府、威尔士

政府和北爱尔兰农业、环境和农村事务部 (DAERA-NI) 合作测试政府为应对 ASF 全国

https://www.fginsight.com/news/news/soil-carbon-code-for-uk-farmers-to-be-developed-121011
https://www.fginsight.com/news/news/soil-carbon-code-for-uk-farmers-to-be-developed-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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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而制定的应急计划，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团队能够共同评估英国应对此类爆发的准

备状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创新战略：创造引领未来 UK Innovation Strategy: Leading the future 

by creating it 

 [BEIS, 7月 22 日]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

业战略部（BEIS）发布《英国创新战

略：创造引领未来》（UK Innovation 

Strategy：Leading the future by creating 

it）。 

《战略》关注如何通过充分利用英国的

研究、开发和创新系统来支持企业创

新。 

《战略》的愿景是使英国成为全球创新

中心。《战略》提出 4 个关键支柱计

划，支持实现这一愿景。 

支柱 1：释放商业活力 - 为想要创新的企

业提供动力 

• 将年度公共研发投资增加到创纪录的 220 亿英镑； 

• 在 英国创新署（Innovate UK）和英国商业银行之间开发在线金融和创新中心，

为创新公司简化程序； 

• 通过英国商业银行的生命科学投资计划投资 2 亿英镑，以解决英国生命科学公

司面临的成长阶段资金缺口； 

• 咨询监管如何确保英国能够从创新中获取最大价值； 

• 组建一个新的商业创新论坛来推动《战略》的实施。  

支柱 2：人才 - 使英国成为最吸引创新人才的地方 

• 引入新的高潜力个人和扩大签证途径，并振兴创新者途径，以吸引和留住高技

能、全球流动的创新人才； 

• 帮助成长，支持 30,000 名中小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绩

效、弹性和成长。 

支柱 3：机构和地区 - 确保研究、开发和创新机构满足英国各地企业和当地地区的需求 

• 进行独立评述，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所长保罗·纳斯

爵士教授牵头，审视从事各种研发和创新的英国组织的概况； 

• 通过“地方实力基金”拨款 1.27 亿英镑，用于发展研发能力并支持英国各地的

本地发展； 

• 向“连通能力基金”投资 2,500 万英镑，通过大学-企业创新帮助推动经济增

长。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african-swine-fever-disease-contingency-plans-tested-through-uk-wide-exercis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african-swine-fever-disease-contingency-plans-tested-through-uk-wide-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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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四：使命与技术 - 激发创新，应对英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提升关键技术能

力 

• 建立一个新的创新任务计划，以解决英国和世界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一些最重要

的问题; 

• 确定将在未来改变经济的七项关键技术系列; 

• 通过 5900 万英镑的产业、大学和政府投资，启动新的繁荣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以企业为主导的研究项目，以开发变革性新技术。 

《战略》提出了优先考虑的 7组战略技术，包括： 

• 先进材料与制造； 

• 人工智能、数字和先进计算； 

• 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学； 

• 工程生物学； 

• 电子学、光子学和量子学； 

• 能源和环境技术； 

• 机器人和智能机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投入 1250 万英镑试点基于自然的景观尺度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Nature-

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at the Landscape Scale: a new £12.5m 
pilot programme 

 [Natural England, 7 月 23 日] 英国政府宣

布一项新的项目： 景观尺度上以自然为

基础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项目由英国财

政部的共享成果基金支持，由自然英格
兰、环境署、林业委员会和 皇家植物园

（邱园）执行。 

泥炭地、森林、盐沼和草原等自然栖息地

含有大量碳，将在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中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阻止受损栖

息地的排放和通过创造新的栖息地开始吸

收碳。针对气候变化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 (NbS)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还支持生

物多样性和为人们提供多种效益，包括调节自然洪水和娱乐休闲等。 

为了实现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潜力，需要克服许多科学和实际挑战。关于

碳如何在不同环境下从不同栖息地积累或释放，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了解。同样重要

的是了解如何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其他土地管理目标相结合并使它们在经济上可

行。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innovation-strategy-leading-the-future-by-creating-i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innovation-strategy-leading-the-future-by-creatin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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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所产生的重要依据将有助于实现政府的 25 年环境计划和净零碳目标，特别是

为政府新制定的环境土地管理计划和碳市场以及其他多个方面的政策发展和落实提供

参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加强资助农民解决水污染问题 Funding boost for farmers to tackle 

water pollution 

[Defra, 8月 2日] 英国政府（8 月 2 

日）宣布，将向农民提供额外支持，

采取行动以减少农场的水和空气污

染。 

在过去的 15 年里，“流域敏感性农

业” (CSF) 计划一直事 作为主要途径

帮助农民解决降雨时粪便、肥料和土

壤流入河流造成的污染。 

CSF 计划向农民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建

议，帮助他们通过管理农家肥和土壤

等减少水和空气污染。 

CSF 计划的成功证明了农民在帮助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项计划

已将严重水污染事件的数量减少了近五分之一，并帮助农民获得了 1 亿英镑的资助。 

CSF 计划的资金现在几乎翻了一番，在未来三年内额外增加 1700 万英镑。新的年度预

算将为 3000 万英镑，高于 2020/21 年的 1660 万英镑。 

这意味着 CSF 计划将来要覆盖英格兰 100% 的农田，高于目前 40%的覆盖范围。到 

2023 年 3 月，每位农民都能获得建议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得一系列减少污染的解决

方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食品战略（第二部分）发布 National Food Strategy Part 2 
 [NFS, 7 月 15日] 由英国政府委托进行的

《国家食品战略》独立研究评估报告第

二部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发布。 

报告考察了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

包括食品的生产、营销、加工、销售和

购买, 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涉及的消费者行

为、资源和机构。 

报告向政府提出四个方面的十四项具体

建议，包括：  

1. 摆脱“垃圾食品循环”，保护国民保健服务系统（NHS）  

• 对制造商和进口商征收糖和盐税  

• 发布大公司关于食品销售和浪费的报告  

https://naturalengland.blog.gov.uk/2021/07/23/nature-based-solutions-for-climate-change-at-the-landscape-scale-a-new-12-5m-pilot-programme/
https://naturalengland.blog.gov.uk/2021/07/23/nature-based-solutions-for-climate-change-at-the-landscape-scale-a-new-12-5m-pilot-programm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unding-boost-for-farmers-to-tackle-water-pollu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unding-boost-for-farmers-to-tackle-water-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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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开展 “饮食和学习”倡议，以提高食品知识  

2. 减少与饮食有关的不平等  

• 扩大获得学校免费膳食的资格 范围 

• 资助为期三年的“假期食品”计划  

• 扩大“健康起步（healthy Start）”计划  

• 为低收入者试行“社区饮食健康”计划   

3. 充分利用土地  

• 保证至少到 2029 年的农业支付预算  

• 创建基于“三元模式”（半自然土地、高产农田和低产农田）的农村土地利

用框架  

• 定义贸易的最低标准  

4. 创造饮食文化的长期转变  

• 投资 10 亿英镑用于创建更好的食品系统  

• 创建国家食品系统数据计划，以跟踪进展  

• 利用政府采购推动变革  

• 设定明确目标，制定相关立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肉类税”每年将使经济损失近 2.5 亿英镑 UK ‘meat tax’ would 

cost economy almost £250m a year 
[Rothamsted Research, 8 月 2日] 英国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最近的一项研

究表明， 征收“肉类税”每年将使英国损失 2.42 亿英镑。相反，减少气候排放所带来的

节省估算为每年 1 亿英镑。对红肉征税以帮助遏制气候变化可能弊大于利。 

英国最近发布了《国家食品战略》，呼吁将肉类消费量减少 30%，但并未建议征收肉

类税，称其“在政治上不可能”。 

这一决定遭到了反刍动物养殖税支持者们的强烈批评，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奶制品、牛

肉和羊肉比家禽、猪肉或植物性食品造成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英国的羊和牛通常是在草地上饲养，但家禽和猪主要以谷物为食，而这些谷物

也可供人类食用。由于可用于农业的面积有限，为农场动物种植食物通常被视为是效

率低下的土地利用。 

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全面征税，更好的解决方案是研究英国哪些地区最适合作为牛羊

养殖场，哪些地区可以更好地转向其他用途，例如供人类消费的作物生产、农林业、

或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这项发表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研究成果首次模拟了肉类税对整个经

济的影响，并估计即使在温和税率（肉类为 19%，乳制品为 11%）的情况下，英国经

济每年的损失将达到 2.42 亿英镑。 

这些损失是由于土地和劳动力从畜牧场转移到耕地和非农业产业所致。 

https://www.nationalfoodstrategy.org/
https://www.nationalfoodstrate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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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发现，肉类和牛奶的产量将会下降，在农场和相关行业（例如农用化学品的制

造）中有温室气体排放显著减少。 

根据拟议的税收，预计温室气候排放量每年将减少 250 万吨 CO2 当量，相当于在推算

税率的相同碳价格（41 英镑/吨 CO2 当量）下每年 1.01 亿英镑的货币化社会效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劳力短缺引发英国禽肉供应紧张 Labour shortage causing crisis in UK 

poultry supply 

 [Poultry World, 8 月 19 日] 英国家禽委员

会负责人表示，员工短缺已迫使企业削减

产量。 

家禽委员会呼吁政府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

阻止家禽业面临的供应危机， 包括： 

• 将禽肉供应链工人纳入“技术工人
名单”和“紧缺职业名单”，并降

低不必要的工资和技能门槛； 

• 将季节性农业工人计划扩展到禽肉

行业，以保护圣诞节交易中禽肉的季节性需求； 

• 确保将关键食物生产置于技能和教育计划的核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20 年英国作物种植面积和品种调查 Spring Planting and Variety Survey 

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于 7 月 8 日公布 2020 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 

士（合称大不列颠，以下简称 GB） 作物种植面积调查结果。主要结果如下：  

概述  

• 小麦面积估计为 1, 742 千公顷，比 2020 年增长 26％。  

• 春大麦面积估计为 769 千公顷，比 2020 年减少 28％。  

• 冬大麦面积估计为 350 千公顷，比 2020 年增长 15％。  

• 油菜籽面积估计为 322 千公顷，比 2020 年下降 15％。 

• 燕麦面积估计为 211 千公顷，比 2020年增加 1％。  

• Skyfall 是最广泛种植的小麦品种，占小麦种植面积的 12％。  

• Laureate 是最广泛种植的大麦品种，占大麦总面积的 26％。  

小麦 

预计 2021 年 GB 范围内所有地区的小麦面积都将增加。面积预计同比增长 26%，使

GB总面积达到 1,742 千公顷。 

Skyfall 再次成为最普遍种植的品种，占总面积的 12%, 其次是 Gleam 占 11%。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uk-%E2%80%98meat-tax%E2%80%99-would-cost-economy-almost-%C2%A3250m-year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uk-%E2%80%98meat-tax%E2%80%99-would-cost-economy-almost-%C2%A3250m-year
https://www.poultryworld.net/Meat/Articles/2021/8/Labour-shortage-causing-crisis-in-UK-poultry-supply-782238E/
https://www.poultryworld.net/Meat/Articles/2021/8/Labour-shortage-causing-crisis-in-UK-poultry-supply-7822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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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2020 (最终)  2021 (估计)  2020-21 变化 (%) 

英格兰和威尔士 1287 1632 27 

苏格兰 94 111 18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1380 1742 26 

大麦 

GB范围内大麦总面积为 1,119Kha，同比下降 18%。 

Laureate 是最受欢迎的品种，占总面积的 26%，第二 是 RGT-Planet，占 20%。 

冬大麦：2021 年冬大麦总面积同比增加 15％至 250 千公顷。  

春大麦：2021 年春大麦面积为 769 千公顷，比上年减少 28％。 

 大麦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2020 (最终)  2021 (估计)  2020-21 变化 (%) 

英格兰和威尔士 1066 845 -21 

苏格兰 302 274 -9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1367 1119 -18 

燕麦 

2021 年燕麦面积估计为 211 千公顷，同比增长 1%。去年燕麦的大幅增长给市场带来

压力，致使今年燕麦的增加面积受限。 

 燕麦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2020 (最终)  2021 (估计)  2020-21 变化 (%) 

英格兰和威尔士 174 171 -2 

苏格兰 34 40 18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208 211 1 

油菜籽 

2021 年油菜籽面积估计为 322 千公顷，同比下降 15%。 

 油菜籽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2020 (最终)  2021 (估计)  2020-21 变化 (%) 

英格兰和威尔士 348 289 -17 

苏格兰 32 33 7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379 322 -15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ahdb.org.uk/planting-variety-survey
https://ahdb.org.uk/planting-variety-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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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产品市场展望 Agri Market Outlook: July 2021  

 
[AHDB, 7 月] 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根据最新情报，发布农产品市场展

望。报告按行业分析了未来 12 至 18 个月的 农业前景，并探讨了经济和政策驱动因素

对产业的长期影响。  

羊肉  

由于羔羊和母羊屠宰量减少，预计今年英国羊肉产量将收缩。预计需求将保持稳定并

高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存在一些物流挑战，这种情况可能
会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国内供应紧张和国内需求旺盛会帮助价格达

到创纪录的水平。 

 2021 年英国羊肉产量预测下降 7% 

 由于新西兰产品供应减少和运输成本上升，进口量再次下降 

 出口量受到产品供应、欧洲消费者需求减少和贸易摩擦的限制 

牛肉  

预计 2021 年英国牛肉产量将下降，主要是由于国内肉牛供应趋紧。尽管餐饮服务业有

所复苏，但预计 2021 年进出口贸易量都会下降。今年第一季度录得较低的贸易数据是

导致全年成交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 由于肉牛供应紧张，预计 2021 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将下降 4% 

• 在零售销售放缓的驱动下，预计 2021 年国内消费总体下降 2% 

• 预计 2021 年进口量将小幅下降 (-0.4%)，原因是第一季度销量下降，但 2021 年

下半年餐饮服务增加 

• 由于第一季度销量下降和国内产量下降，预计 2021 年出口将下降 8% 

猪肉  

今年下半年，猪肉产量增速有望放缓。预计英国的整体需求将保持强劲，尽管外出就

餐市场开始增长会导致零售量下降。较高的国内产出水平和较低的出口量将满足大部

分强劲的需求。 

• 预计 2021 年下半年英国猪肉产量增长将放缓 

• 出口仍然充满挑战，中国需求放缓，欧盟供应存在一些摩擦 

• 产量增加和出口减少提高国内供应，并抑制进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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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依然强劲，但越来越多地通过餐饮服务而非零售交易，这可能对英国生产

商不利 

乳品  

• 预计 2021 年和 2021/22 年度国内牛奶产量都将小幅增长 

• 预计国内对零售和餐饮服务的需求平衡将逐步向疫情前的水平恢复，但今年零

售需求仍将保持高位 

• 由于主要出口国的供应增加以及中国强劲的需求可能减弱，全球市场可能面临

一些下行压力 

• 自脱欧的最初冲击以来，英国贸易一直在改善，但继续受到原产地规则和物流

问题的挑战 

• 随着英国进口需求的恢复，这可能会增加国内价格的下行压力。  

谷物  

• 继去年遭受到挑战性天气后,预计本季国内小麦产量将反弹，今年的产量估计约

为 1 千 5 百万 吨 

• 大麦呈现出更加平衡的前景。虽然预测产量从去年的 8百万吨回落，但估计仍

为 7.2 - 7.4 百万吨 

• 英国可能继续是下个季节的小麦净进口国 

• 由于对国内制粉小麦质量的担忧，英国可能会更多地从德国和加拿大进口来满

足国内需求。 

油籽  

• 尽管本季英国油菜籽种植面积略有减少，但预计全年产出将略有增加。目前估

计英国 2021 年的油菜籽产量为 1.1-1.2 百万吨 

• 英国将在 21/22 作物季再次成为油菜籽净进口国。鉴于未来 12 个月英国的预期

需求水平相似，英国的进口需求可能与 20/21 年的水平相似。 

• 国内压榨需求估计与上一年相似。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1年 7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July 2021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与2020年7月相比，2021年7月的屠宰

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1年7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2020年7月下降

9.8%，至162,000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73,000吨，比2020年7月下降10% ； 

羊：英国阉羊屠宰量为1084,000只，较2020年7月下降16%；羊肉和羔羊肉产量为
24,000吨，较2020年7月下降 17%； 

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940,000头，比2020年7月下降3.1%；猪肉产量为85,000吨，比
2020年7月下降2.3%。  

https://ahdb.org.uk/agri-market-outlook
https://ahdb.org.uk/agri-market-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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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20年7月  

31天  

2021年5月  

31 天 

2021年6月  

30 天 

2021年7月  

31天 

同比变化  

%  

阉公牛  88 81 78 79 -9.1% 

小母牛  68 67 64 63 -8.6% 

小公牛  24 18 21 20 -16% 

母牛和成年公牛  60 50 46 51 -14% 

犊牛  5 5 5 5 -0.8% 

阉羊  1292 835 927 1084 -16% 

母羊和公羊  154 79 84 111 -28% 

阉猪  969 912 939 940 -3.1% 

母猪和公猪  22 20 24 12 -2.5%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20  2021 
 7月 5月 6月 7月 

阉公牛  20 18 18 18 

小母牛  15 15 15 14 

小公牛  5 4 5 5 

母牛和成年公牛  13 11 11 12 

犊牛  1 1 1 1 

阉羊  292 189 216 245 

母羊和公羊  35 18 20 25 

阉猪  219 206 219 212 

母猪和公猪  5 5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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